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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好幾層意義。大部分的人之所以

誤解為肉體的出生?是障礙我們正確

不是一般認為的肉體的生。把「生」

「生」是指「我慢」的生起之匕絕

難以暸解9日疋因為不明白「生」指的

鬥日常聽一
-Eg

「一次次的『生』是一次次的苦」

佛陀說「一次次的『生』是
o

認為「生」就是指出自母體的「肉體
之生」

一…般說來9一個字可親情況而有多

種意義，主要可區分為兩種

一次次的苦」'是指肉體的生嗎?大
家想想看!如果是指肉體的生9他就

般人用以說明物質世界的日常語言，'

。

話?當他說「生」時9日疋指肉體自母

一般人照自己所學的日常語言來說

L一-

著

ae(
一)一

不可能再說@@「徹底去除「我慢』是

(二)描述精神世界、內心世界和法的

人類的問題可以說只是「苦」的問

無上的喜樂」。在此9佛陀清楚地指

?稱為「日常語言」@9後者是瞭解「

人所說的語言。前者是一般人所昂的
9可見「苦」其實是來自於「我」

法」的人所用的?則稱為「法的語言

J就有真正的喜樂

中，佛陀把「受苦」與「生」相提並

「我是」、「我擁有」等錯誤觀念。

沒有人願意受苦。前面所說的兩句話

論@g「一次次的「生』是一次次的苦

地會就是指我慢的生起。

一次次的苦」9這裡的「生」很明顯

其次，佛陀說@。「一次次的『生』是

等錯誤觀念就是喜樂。

「自我」、「我是」、「我存在」

」-9同時9他也認為完全放下「我」

我慢」完全破除時

題9不論是由他人或自己的煩惱造成

每

位2

瞭解佛陀教誨的最主要的因素。

「生」是苦的原因主堪說法很接雜

'-"

語言9是懂得佛法和瞭解佛陀教誨的

個人都應該盡力辨認它們。

L-l

兩句話@。

節

是什麼9而往往以一般常識來判斷，

/回\

出造成苦的原因是「我慢」9而當「

)9我認

底去除『我慢』是無上的喜樂」喜註
]

f百

「苦」是人最迫切的問題||因為

zmMB

(口crrg呂芯泣的 VCEBEω 呂立徹

現在我們討論的主題，是佛陀說的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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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我」9「我」當下就不

」就山山「生」了9一日一「我慢」消失

要任何時刻心中生起「我慢」?「我

9指的是「我慢」的生起，只

。而瞭解法的人用法的語言說

這是「生」的兩種意義。

」、「我是」、「我所有」等觀念。

?則是指從渴愛、無明所生起的「我

指的是自母體的出生e?而依法的語言

在內心的事情。依日常語言，」

時?就是一次的「生」@9皮之，就沒

當生起「我」、「我是什麼」的念頭

時內9就可以經歷許多次「生」。每

內「生」很多次、幾十次會甚至一小

一闊的生起。因此9一個人可以在一

就是清涼的境界。所以謹記得通原則@日

有「生」斗現種從「生」解脫的境界

用在精神世界?這兩種語言表示兩層

當「我」、「我所有」念頭生起9心

日常語言用在物質世界，法的語言

我」也再度出「生」。這是法的語言

意義9而後者只有瞭解它的人才會用

中的輪迴就出現了9一而這就意昧著痛

斗右「我慢」又在心中生起步「

中「生」的意義||i不是由血肉之軀

。我們必須關心、瞭解立學握這一點

a

的母親所生的「肉體之生」9而是從
所

0

或鎮伏涅槃

稱為一向涅槃

(1rrEB 甘冒血口白自

nE5 古巴
(EE 閃閃臼

憾中超脫?當下就是涅槃'這種涅槃

苦、燒灼、輪迴-9若從這些觀念的缺

精神的母親所生的「精神之生」
謂精神的母親?主要是指渴愛、無明
與執瑕。渴愛為母?無明為欠的結果
就是「我」的「生」|||「我」的「

、愚癡、邪見生出「我」斗迫種方式

。一旦「我慢」生起，「我是什麼」

的「生」lli「我」的意識出「生」

己在剎那間沒有生起「我」、「我

是指當外境出現時，卻意外地軍註

一向涅槃

的「生」每一次都是苦。肉體的出生

也就不可避免地隨之出現步如「我是

o

從母親身上誕生9只需短暫的時

-i

問9就不會「再生」(一次又一次的

我比某人強」、「我比某人差」、「

」生起後9分別計較也就生起，如「

修行?尤其是修定時9控制自己?不

向涅槃更高的層次是在我們從事某種

」的念頭暫時不存在的狀態。而比一

好的外在環境造成「我」、「我所有

我和某人不相上下」:::這些念頭都

讓「我」、「我所有」的念頭生起?

「生」)9畢竟人的肉體只被生產一

之前來不可避免的古巴9然而9「再生

屬同一類9都是「我慢」|||認為有

這種暫時止息「我」「我所有」的

次而已。

」究竟是指什麼?是什麼「再生」呢

「我」存在9「生」指的就是這種念

我們經常聽人說「再生」9以及隨

?在法的語言中9「生」指的是發生

「我是壞人」等等。當「我是什麼

所有」等念頭的境界9也就是由於良

為我們帶來問題的「生」是精神上

O

增支部討論過一向涅槃

、、~

人」、「我是動物」、「我是好人」

父母」是無明、渴愛、執取等。，無明

誨

9否則永遠不可能瞭解佛陀的任何教

存在

生

狀態

就稱為鎮伏涅槃

9

o

成功地去除一切煩惱
、真實的涅槃

只有當我們

o

才能達到圓滿

9

我們把討論範圍設定在一般

9

慧的人發現這並不圓滿

他們明白感

9

於是轉而追求禪

9

尤其是四禪天，正是

9

並發現禪定的清涼。因此他們認

9

官的滿足是騙人的
定

為禪定是涅槃

釋迦牟尼佛覺悟之前?人們所追求的

接著
人的日常生活上。大家必須明白@@任

佛陀
9

涅槃就

涅槃。當時的老師教導人們﹒

訴佛陀。@得到非想非非想處定

苦就

完全去
ae

正如佛陀後來
o

於是

9

早就被這些煩惱逼瘋、逼死了

上就不可能還剩下這麼多人!所以我

們要感謝遠離煩惱的短暫時刻

9

世界

9

使我

9

並旦感謝

們不致精神失常、發瘋或死掉。讓我

們公平地對待自然的法則

9

如睡眠就是其

自然法則的恩擇，使我們每天有一段

充裕的時刻免卻煩惱

一個人如果能遵循自然的軌則

中之一，當內心清明、冷靜、輕鬆時
o

9

9

沒有貪愛、

和由良好的外在環

感謝短暫的涅槃

9

更重要的是沒有「我」

那時

9

我慢、邪見

境所成就的涅槃

直到併發精神病，甚至死亡。讓我們

否則?就會愈來愈緊張、情緒失常

，就可以避免精神緊張與心理失常，

羅摩子 (dE耳中悶悶臣也可口早已就告 也是

e

何時候只要有「我」、「我所有」的

是最細微、最深入的禪定境界

9

念頭?當下就有「生」、苦與輪迴|

也因

o

持續一陣子

9

證悟前所追隨的最後一位導師鬱陀羅

隨後又「生」

9

|「我」生了，過了霄，兒?「我」止
患了

這種過程稱為輪迴

9

徹底止息了。但是佛陀並不相信、不

再度止息
為「我」的意識「生」起了?所以苦

除煩惱執著就是涅槃

續深入地探討?直至證悟到

離開鬱陀羅羅摩子?以自己的方法繼

9

接受、不認為這是真正的涅槃

這就是

9

，會如果外在環境美好?以致於「我」
沒有生起，內心就呈現安詳
「一向涅槃」之匕是一種短暫的涅槃
所以是涅槃的

9

、「我所有」的念頭

因為它寂靜、清涼

教、導 ee 「徹底去除『我慢』是無上的

自在的自'這短暫的時刻足夠讓我們休

9

喜樂」會當煩惱徹底消除時?就是涅

有

息一下?因此而保持健康。

9

內心是空靈、

佛世之前的人認為涅槃就是感官的

槃@，如果只是暫時沒有煩惱的困擾

「樣品」

滿足，因為人若能得到他所冀求的某

那是垣暫的涅槃?因此就出現一向涅

9

9

就會經驗到某種程度

種官能的滿足

如果我們正確地檢視自己，會發現

此)一同樣都是指某種程度的解脫。

槃、現法涅槃與鎮伏涅槃等名詞主迫

便感覺清涼@9進入安靜的環境?
9

也會產生另一
9

身心並非時時刻刻被煩惱燒灼著
時也能沒有煩惱。若不是如此?我們

9

的清涼。例如在大熱天裡?沖個冷水
澡

有不受干擾的滿足感

後來?較有智
o

種形式的清涼。所以當時的人就大量
追求感官滿足的涅槃

這個念頭本身就是一種

9

所驅使會以致於更苦

9

即使晚上就寢

苦，而這個富翁所有的言行都被煩惱

我是富翁」

如果一個富翁整天迷惑、執著於「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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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他能不生起且不陷入這樣的念

此時此地他就如同掉入地獄般痛苦@，

划動船槳時也不免厭倦、自憐，那麼

的渡船夫時時刻刻執著貧窮的念頭9

家、音樂家的念頭來!假設一個貧窮

頭的「生」起，而可能「生」出演唱

的乞丐步在那一刻?他止息了乞丐念

丐的念頭，不認定自己是正遭遇困境

的原因?因為當時他沒有「生」起乞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見到乞丐快樂唱歌

富翁的苦，乞丐不再有乞丐的苦。這

頭，當下就不再苦了|!!富翁不再有

人能有片刻不再執著於那些虛幻的念

那就是乞丐的苦。相反地?如果這兩

於自己的不幸、貧窮、痛苦與困難，

就有富翁的苦。，同理9如果乞丐煩惱

裡而無法成眠9所以說「生」為富翁

時，也仍沉溺在「我是富翁」的念頭

要讓「我」的觀念出「生」

」、「我所有」的念頭任何機會。9不

好保持這種涅槃9不要給輪迴、「我

9是預當間的涅槃經驗，每個人都要好

良好時的短暫涅槃9它是涅槃的樣品

們每天都有短暫的涅槃

達到絕對、永恆的涅槃

|l

o

的習慣，在某個適當的因緣下?就會

迴有機可乘9那麼9、心會培養出涅槃

始終保持清涼、寂靜的心境9不讓輪

個人必須時時小心觀照、守譚心念，

而維持心原有的涅槃境界。也就是每

觀照心念9不讓它出現輪迴的狀態?

(佛教的核心了就是在於持續鎮密地

沒有苦了。所以，直接便捷的修行法

但如果他完全不「生」?就可以完全

次的「生」，他就得受無數次的苦?

解脫苦。若一個人一天之內經驗無數

生」是苦?只要能放下「生」?就能

心裡出現9涅槃就會完全不見了?取

、癡?都只是「自我」?一日一它們在

與可能性裡。不管是什麼樣的貪、瞋

需求什麼?則是癡步都是陷溺在希望

9就是含了若得不到想要的，就生瞋

中心的表現。當「我」要某種東西時

態時，則稱為癡

@9在另一種形態時稱為瞋-9又一種形

識的習慣。在某種形態時9它稱為貪

」生起9製造「我」、「我所有」意

麼稱呼9都是指令「我」、「我所有

ω3) 。不管怎
EE) 或隨眠(山口己的

?這種性格有時被稱為繫縛(的心目可CE

分?沉睡在我們內心深處9難以拔除

且習慣於輪迴牛一站已變成天性的一部

們「生」出「我」、「我所有」9並

從小到大的生活方式就很容易讓我

9不再變化步這就是圓滿的涅槃。

外在環境

請小心
o

o

9都只是「我」、「我所有」及自我

，若猶豫不決、迷迷糊糊地9不知道
0

人處在

o

沒有機會出現9內心就會保持在原有

很自然地會疲倦9在睡覺和其他形式

好自然幫了忙?就像前面所說的9人

這個情況下，是很難活得長久的，幸

的涅槃境界中9直到完全於習慣涅槃

「我」、「我所有」的念頭?輪迴就

不管它以什麼形態

頭中9反而認為自己是在做應該做的

保持醒覺，增長觀慧!不論什麼時候

事實上?我

事，明白工作是人的本八刀9並且內心

而代之的是難以休止的輪迴

理?它的根本就在一個「生」

我們務必要瞭解這深奧而隱微的真

船一邊唱歌。

做什麼事情?都要醒覺地做9不要有

。

醒覺而安穩地工作，那麼他會一邊划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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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品磁誼且

臨經鐵絲證莘盤盤盤盤霾絲露路伊

的休息時

得以逃過「死亡」

9

輪迴的過程使自動停止

9

情況因而改善
向譯註三〕

在世界歷史中許多證悟的人已經發

9

抵達終極目標最直接的

現，延長涅槃的時間是可能的?他們
也教導世人

9

9

都不免於苦習他就會努力避免「生」

9

太迅速、太容易了，確實主宰這種「

有」的念頭常常生起，一天之中甚至
突然來臨很多次
9

如果我們以這種
9

煩惱就不可能產生

」

9

一個人在一天甚至一

所以母須憂慮肉體死亡後的「生

生」?就可以控制肉體死亡後的「生

最迫切的問題?此刻可以駕取這種「

9

必須小心提防!「生」是我們眼前

9

可能經歷無數次的「生」

9

。要知道，精神層面的「生」發生得

究竟涅槃的境界

生」非常困難

因此沒有機會達到

。正道的生活表示遵循八正道的生活

小時之內

即在踐行八正道

9

方式正確地生活

9

、正精進、正念、正定。圓滿這八項

也沒能成為阿羅漠

國@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9

9

「我」、「我所有」也不會生起

」

9

9

g

讓

9

想一一睹全書

該壹百由香光書鄉

9

內容的讀者可以去函至該社索取。

出版社於十三月份出版

危險押之重點節錄

編者按:本文是《生命之四》一書中〈我的

解決了!

「生」的問題，「生」的問題就徹底

我們學著主宰它?如果此生可以解決

不斷發生

而且每天發生無數次

當我們還活著?是近種「生」就

反而應認真探討肉體死亡前的「

久而久之，「我」、「我所有」還會

生」
使它們
9

永遠消失
9

讓
9

o

像動物缺少營養般乾瘡消瘦，因為正

直到完全乾揭
9

確的生活剝奪了它們的養分
喪失精力

並確信每次的「生」
9

蔥蔥籠盔鱷鸝懿磕碰鱷豔磁盤盤盤磁露蘿蜜麗麗麗鵬聽單獨麗麗璽蠶蠱

修行方法是奉行八正道。它是一種修
行的途徑，可以防止「我」、「我所
延長清涼與涅槃的

9

o

人瞭解這道理

就擁有佛陀所說的真正的喜樂。一個

的「生」?就沒有任何形式的苦?也

有所謂的「生」?一且沒有任何形式

「我」、「我所有」無法生起步就沒

重要的是必須保持正見與正業

」主)一祖道理 ?就證得八正道的果||究竟涅槃

「如果所有比丘過正道的生活

9

減少受苦或輪迴的時間。佛陀

有」的念頭生起

ee

時間

說

世上就不會缺少阿羅漢

簡單得令人難以相信，但大家如果深

9

意二匕代表沒有「我」、「我所有」
的念頭。我們雖然天天過日子
不是過正道的生活，「我所
「我」

但並

「正道的生活」有深刻、重要的酒

入瞭解多就必定相信無疑。

。

